
ＯＯ 履 歷 資 料 

應徵觀光事業科教師 
一基本資料 

姓名（中）：黃ＯＯ 性別：女 照片 

性名（英）：Irene 出生日期：66 年××月××日 

身高：161cm 婚姻狀況：未婚 

體重：50kg 信仰：基督 

電話（H）：04-786×××× 

    （O）04-723××××*1212 

行動電話：0921-×××-××× 

戶籍地：彰化縣××鄉××村××路×段×××號 

目前居住地：彰化縣××鄉××村××路×段×××號 

 

 

二、學歷 

 學校名稱 科系 修業期限 日/夜 畢/肄業 

高中 彰化高商 會計科 8209-8506 日 畢業 

專科 嶺東商專 會計科 8509-8706 日 畢業 

大學 立德管理學院 休 閒 事 業

管理學系 

8909-9106 日 畢業 

研究所 朝陽科技大學 休 閒 事 業

管理所 

9309-9606 在職進修 肄業 

 

三、經歷 

機構 部門 職稱 

彰化師大 科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助理 

職務內容 服務期間 離職原因 

1.電話聯絡 

2.行政事務 

3.電腦、文書處理 

4.會計帳管理與帳務核銷 

5.會議事項準備、課室觀察與攝影 

8712-8902 

 

 

 

繼續升學 

 

 

 

 

 

機構 部門 職稱 

彰化師大 科學教育中心 專任助理 

職務內容 服務期間 離職原因 

1.科教活動的進行與推廣 

2.經費管理與帳務核銷 

9110-9407 改任彰師行

政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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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行政事務 

4.電腦文書、網頁製作 

5.科教活動相關資料彙整與保存 

6.會議事項準備與相關事務聯結 

 

 

 

機構 部門 職稱 

彰化師大 畢業生就業輔導室 行政助理 

職務內容 服務期間 離職原因 

1.畢業生就業資料調查分析  

2.辦理就業相關講座 

3.校內相關行政事務 

4.電腦文書、網頁管理製作 

5.配合教育部、青輔會、勞委會辦理相關業務 

6.文教基金會帳務管理與行政事務 

7.參加各地校友會議，協助業務發展 

9407-至今 在職 

 

 

四、參加社團 

社團名稱 擔任職務 參加期間 

彰商儀隊 社員 8209-8309 

彰商信望愛社 社長 8409-8506 

立德葡萄藤團契 社長 8910-9106 

 

五興趣 

聽音樂、看電影、閱讀、美工、游泳、運動、家政、攝影。 

 

六、專業技能 

駕照： 重型機車、小型汽車 

中打： 注音輸入法，每分鐘 40 字 

電腦技能： Word、Excel、PowerPoint、FrontPage、Outlook Express 

 

七、語文能力 

 閱讀 寫作 會話 

英語 尚可    普通 普通 

台語 普通 普通 流利 

 

八、通過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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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或認證名稱 通過年日 

心算檢定三級及格 83 年 11 月 



會計丙級證照 85 年 6 月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 89 年 3 月 

考試或認證名稱 通過年日 

台南市領團人員訓練 92 年 6 月 

長頸鹿兒童美語老師訓練結業 92 年 7 月 

產物保險業務員資格 92 年 8 月 

中餐丙級檢定 92 年 12 月 

童軍教育—木章訓練 95 年 2 月 16-19 

華語導遊 96 年 5 月 8 日 

中等教師資格 修習中 

 

九、在校表現 

學校 事項 名次 

彰化高商 雲雀盃歌唱比賽 第三名 

嶺東商專 交通安全宣導週演講比賽 第一名 

立德管理學院 社團評鑑 優等社團 

 

十、校外表現 

時間 單位 事項與事蹟 

89.8 基督教彩色雨營會 輔導人員 

90.10 得勝者教育協會訓練課程 輔導老師 

90.12 台南市土城國民中學 團體輔導老師 

95.7 彰化縣大村鄉 葡萄公主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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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Ｏ的自傳 

一、出生 

我出生於民國 66 年××月×日，地點位於彰化縣花壇鄉淳樸的鄉下，小時後家

境清寒，所以在成長的時期，總抱持著要努力才能成功的信念。 

 

二、國中階段 

國小畢業以後，因為爸爸媽媽的努力工作，家境獲得了改善，進入了當時的

私立國中—精誠中學，學校裡的同學功課都非常的優秀，所以在精誠的生活中遇

到嚴重失敗的挫折，但在精誠的生活中，結交了一群的好友，雖然以前在學校裡

大家都互相競爭，但畢業後卻很珍惜彼此間的情誼，因此畢業至今，每年都有兩

次的同學聚會，聊聊近況與連絡感情。 

在國中階段，我也在挫折的生活中遇見了上帝與經歷了上帝的恩典，因此基

督的信仰在我的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我的生活與思想不免受到聖經與教會

的影響，心中總抱持上帝的準則，但也使的我的生活較單純想法也較正面，個性

較積極與勇敢大方。  

 

三、高中階段 

高中時我考上了彰化高商，高職裡的第一志願，家人希望我就讀，因此放棄

高中的學校。在高職的三年裡，因著神的恩典，有擔任幹部的多次經驗，有班長、

班聯會代表、服務股長與信望愛社的社長。在擔任幹部的期間，雖然覺得壓力較

一般同學重，但每當班上有好的表現或能夠為同學服務時，就總覺得壓力不算什

麼了。在三年中，學習到和同學相處與做事的技巧，在三年的高職生活裡，大家

總是互相幫忙且互相體諒。 

 

四、二專階段 

高中畢業後，幸運的考上嶺東技術學院，就讀會計科，學校課程對我而言很

吃重，常常有不懂的地方，但我仍認真的學習。專科的生活很快樂，也與同學相

處的很好，在專科時也曾代表會計科參加全校演講比賽，獲得第一名，也積極的

參與學校的活動，如歌唱比賽或服裝秀比賽，也有好的表現。班上的活動也盡力

參加，如校內運動會班上的大隊接力，盡量的融入生活的環境與在其中充實的生

活，是最令我覺得滿意與開心。 

 

五、求職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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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畢業後，在美語補習班工作四個月後，因著教會小組長的介紹轉任至彰

化師大擔任研究助理，在彰師的日子真的成長了許多，我的老闆也給了我許多的

教導與幫助，讓我能夠在學校裡學習許多東西，如 Power Point、Word、與網路。

在彰師的一年多中，與老闆學習到做事情認真負責的態度，也因為在彰師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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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學會了做事更加謙卑，考慮更加周全，並且堅持到底的做事，這是老闆教導

我的，也讓我在二技的生活認真的對自己負責任。 

 

六、二技階段 

當我決定再讀書時，我辭職全心唸書了 4 個月，後來幸運的考上立德管理學

院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當時我的成績是全系第六名，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

鼓勵，我也更加覺得在立德一定要好好的認真、努力。在立德兩年的歲月中，我

很認真的在功課上，畢業成績是系上第七名，雖然沒有前三名畢業，但覺得自己

問心無愧，因為考試的成績絕對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作弊得來的。 

在學校方面，也積極參加社團，體驗大學的生活，當然在社團裡也學習了許

多的事，如企劃、活動與組織架構的能力等，也在兩年的歲月中，辦過義賣、戲

劇欣賞之活動，雖然參加社團付出了我許多的時間與精力，但我從不以為苦，反

而樂在其中，也更學得許多事情與做事的方法。在學校裡我也在系辦公室裡打工

了一年半的時間，作一些行政的事物工作。 

 

七、求職階段（2） 

   畢業之後，很幸運的彰化師大科教中心欠缺一位助理，因著先前的工作經驗，

使的我順利的又回到彰師大家庭，工作內容大多是活動的推廣與執行，使我在立

德所受的訓練發揮作用，也因著做事經驗越豐富，思考更加緊密，因此在工作上

更加得心應手。在科教中心工作了近三年的時間，因著業務更加的孰悉，也希望

可以轉換新的單位，學習新的技能，適逢彰師招考行政人員，順利通過考試，轉

換畢業生就業輔導室，在近一年半的工作中，學到了許多過去所沒有的經歷，像

是辦理全校性的就業講座，參加許多政府部門舉辦的各項會議，還有基金會、校

友會的業務運作等。 

     

八、繼續進修~~碩士與中等教育學分 

    有感過去於休閒事業管理系的學習非常充實與快樂，因此於 93 年 3 月報考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因著過去的學習成果，順利取得第三名錄取

資格。多年在學校服務的經驗，我很喜歡學校的生活、工作環境與氣氛，也希望

有機會可以成為貢獻所學與引領莘莘學子的教師。於 94 年考上朝陽師資培育中

心的中等教師教育學分班，目前仍在繼續修習中。對於教育學程的課程，雖然艱

辛，但是要成為一位老師，這是必經的過程，目前我像是一個等待蛻變的蝴蝶蛹，

正在經歷漫長的轉變，要先充實好專業知識，並且實習，再通過教檢與教甄，經

歷過這樣的蛻變，將來才能破蛹而出，翩翩起舞。翱翔於現實與夢想，希望與真

實的教師世界。 

 
 
 


